
區別 里別 鄰別 姓名 備註

松山 三民 5 劉鎮坤

松山 三民 24 徐清永

松山 富泰 3 陳幼麵

松山 東昌 11 簡秀美

松山 民有 9 陳金女

松山 民有 30 林正順

松山 福成 3 毛月琴

松山 富錦 9 葉王秀利

松山 民福 5 秦溪圳

松山 民福 21 黃永德

松山 民福 24 林雪卿

松山 吉祥 22 周錫能

信義 敦厚 10 劉婉貞

信義 五全 17 楊超富

信義 景新 6 陳民鐘

信義 三張 9 張慶村

信義 六合 13 程靖彬

信義 正和 16 古慶權

信義 正和 24 古陳寶玉

大安 仁慈 2 陳明旭

大安 仁慈 3 王伯銘

大安 仁愛 23 鄭耀輝

大安 誠安 4 尤黃蘭

大安 龍安 13 周鄭玉蘭

大安 龍雲 3 施教燮

大安 通安 15 黃金桶

大安 群賢 7 薛明月

大安 群英 29 魏邱素珍

大安 群英 34 劉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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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 龍淵 12 汪吳惠祝

大安 大學 5 仇希彣

大安 黎元 4 王林昭梅

大安 建倫 12 楊麻

大安 學府 9 朱五虎

中山 劍潭 3 林日金

中山 劍潭 6 陳志堂

中山 大直 9 陳綉鳳

中山 永安 34 曾春秀

中山 復華 8 陳秀春

中正 龍興 4 陳張夏月

中正 忠勤 11 魏建忠

中正 龍福 12 王金鳳

中正 龍福 14 藍柢深

中正 黎明 11 蘇清宏

中正 幸市 5 陳培萱

大同 雙連 16 李萬華

大同 雙連 19 陳一品

大同 國順 5 林純朱

大同 國順 9 劉美霞

大同 國順 12 卓呂卿霞

大同 國順 13 林李足

大同 蓬萊 1 林健次

萬華 西門 16 王碧蓮

萬華 和平 12 蔡勝發

萬華 榮德 11 陳洪玉欣

萬華 華江 9 程周芙蓉

萬華 富福 8 林淑雲

萬華 騰雲 4 許鳳妹

萬華 萬壽 3 許浩穰

萬華 興德 3 揚啟文



文山 景仁 5 張月梅

文山 萬年 1 陳麗卿

文山 萬年 5 陳美祝

文山 萬年 8 李陳順娣

文山 萬年 9 林雙明

文山 萬年 13 陳江春

文山 萬年 14 董綉貞

文山 萬年 15 吳玉梅

文山 萬年 16 林秋味

文山 萬年 17 黃森霖

文山 萬年 19 周秀貴

文山 萬年 20 陳愛玉

文山 興安 17 石林玉蓮

文山 木柵 20 鄭玉蓮

文山 樟樹 9 鄭佔

南港 中南 5 邱黃訓

南港 中南 20 錢妲

南港 萬福 13 孫若蓁

南港 九如 24 陳慧珍

內湖 西康 15 謝文琇

內湖 西康 16 鄭美鳳

內湖 內湖 14 鄭美華

內湖 週美 5 胡榮志

內湖 安湖 7 謝東雄

內湖 樂康 19 宋玉美

內湖 樂康 24 李淑花

內湖 秀湖 3 吳李碧英

內湖 瑞光 15 劉許秋花

士林 福佳 9 楊林勝枝

士林 岩山 15 曹春香

士林 名山 24 高錦成



士林 臨溪 3 張永慶

北投 建民 7 廖田

北投 榮華 1 吳成家

北投 智仁 16 許榮山

北投 文化 3 謝雲

人數合計：　96　人


